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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2011 年，全省国土资源系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勇破难
题，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在保护资源、保障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社会
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国土资源保障水
平和违法违规“一升一降”的目标，赢得了“十二五”开门红。

 服务大局，创新思路，破解难题，保障发展贡献突出；
 恪尽职守，强化管理，严格考核，保护资源成效显著；
 统筹兼顾，积极协调，夯实责任，服务民生不余遗力；
 创先争优，锐意改革，强化基础，系统形象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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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资源
土地利用现状
2011 年全省土地总面积 20.56 万平方公里。其主要地类面积为：
●

耕地

3987902.88 公顷 （59818543.20 亩）

●

园地

843096.51 公顷 （12646447.65 亩）

●

林地

11219303.93 公顷 （168289558.95 亩）

●

草地

2881229.57 公顷 （43218443.55 亩）

●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745332.29 公顷 （11179984.35 亩）

● 交通用地

240497.66 公顷 （3607464.90 亩）

● 水利设施用地

309647.47 公顷 （4644712.05 亩)

● 其他土地

335377.98 公顷 （5030669.70 亩)

2011 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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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全省耕地面积 5981.85 万亩，比 2010 年净减少 5.73 万亩，超
出保护目标约 16 万亩。基本农田面积为 5285.5 万亩，超出保护目标 1.5 万
亩，确保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2011 年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
例为 19.41%。
2004～2011 年全省耕地面积变化状况

单位：万亩

2011 年度省内土地利用变化总流量为 41586.18 公顷（62.38 万亩），
耕地年内减少 3821.49 公顷（5.73 万亩），园地年内减少 2915.31 公顷（4.37
万亩）
，林地年内减少 6664.59 公顷（10.00 万亩）
，草地年内减少 3637.35
公顷（5.46 万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年内增加 15208.30 公顷（22.81 万
亩），交通运输用地年内增加 2211.57 公顷（3.32 亩）
，水利设放用地年内
减少 1076.49 公顷（1.61 万亩），其他土地年内增加 679.74 公顷（1.02 万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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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
2011 年，我省认真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制。省、市、县、乡层层签订耕
地保护目标责任书，落实考核责任制,实现了全省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积极推进土地开发整理，全年下达灾毁耕地复垦补助项目 315 个，涉及资
金 3 亿元，恢复耕地面积 11.29 万亩。省级新增费分成项目 192 个，整治规
模 64.67 万亩。
2011 年，全省实施完成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1228 个，
规模 45.08
万亩，新增耕地 36.01 万亩。
全年共审查、核实占补平衡项目 1217 个，总规模 31.5 万亩，新增耕地
25.2 万亩，可用于占补平衡 24.2 万亩。2011 年底，启动全省沟道土地整治
项目，计划规模 20 万亩，其中：延安 10 万亩、榆林 5 万亩、铜川 1.5 万亩、
咸阳 1.5 万亩、宝鸡 1 万亩、渭南 1 万亩。向国家申报了投资 70 亿元、整
治规模 500 万亩的渭河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项目，新增耕地 20 万亩。
我省实施《土地复垦条例》办法正在修改之中。
2005～2011 年全省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情况

单位：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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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
按照国家《禁止供地目录》、《限制供地目录》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
控制指标》以及我省建设用地指标对建设项目供地进行严格审查，并实行
三级台帐、用地面积上报核准、建设用地供地季报、重要宗地抽查等制度，
进一步规范供地管理。2011 年，我省参与土地预审 135 件，其中，国土资
源部预审 13 件，省级预审 122 件，面积 6799.69 公顷（10.2 万亩）
。
2011 年全省建设用地供地总面积 10324.37 公顷（154865.55 亩），其中
新增用地 5206.93 公顷（78103.95 亩），占供地总量的 50.43%，存量用地
5117.44 公顷（76761.60 亩）
，占供地总量的 49.57%。
2011 年全省建设用地构成情况

单位：万亩

（以 2011 年底网上补录的数字为准）

2011 年无别墅供应用地。与去年同期相比，供地总面积增长 22.81%，
工矿仓储用地增长 10.33%，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及保障性安居工
程用地增长 38.46%，落实国家加强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的政策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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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土地市场建设进一步规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全面得到落
实。全年有偿出让土地 5798.21 公顷（86973.15 亩），占建设用地供地总量
的 56.16%，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1.23%，其中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4692.67
公顷（70390.05 亩）
，占出让面积的 80.93%，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7.90%。
土地出让总价款约 356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8%。
2004～2011 年全省出让土地情况变化

单位：万亩

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供应力度及措施，确保我省 47.43 万套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用地。2011 年度，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和中低
价位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用地共 2322.40 公顷（34836 亩），占住房用地总量
的 74.1%。全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2013.33 公顷（30200 亩），其中：保障
房用地 1111.00 公顷（16665 亩）
，棚户改造用地 431.00 公顷（6465 亩）
，公
租房用地 131.00 公顷（1965 亩）
，限价商品房用地 340.33 公顷（5105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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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在全省开展了 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建设用地消耗考核工
作，清理批而未用地 18.42 万亩，对 38 宗闲置土地进行了处理，22 个“空
心村”综合治理试点工作有效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模范县创建活动突出，
汉阴、凤县、镇安、华县受到国土资源部表彰奖励。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作为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收尾年，2011 年，除西安市及长
安区规划正在报批外，全省 9 个市、1 个区、103 个县级规划已报省政府审
批，1600 多个乡（镇）规划全部完成修编工作。
《陕西省“十二五”土地利
用专项规划》目前已在榆林市、阎良区、西乡县开展了市、县土地整治规
划编制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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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
全面推进陕南移民搬迁。2011 年安排完成 6.12 万户移民搬迁工作，建
设集中安置点 742 个，省级财政补助移民建房资金 9.5 亿元，省级整合各类
专项资金 18.9 亿元。
2011 年全省发生土地违法案件 782 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0.51%，
涉及土地面积 11064 亩，立案查处 776 件，立案率为 99%，查结 770 件，
结案率为 99%。移送司法机关和纪检部门 94 人，收回土地 334.5 亩，罚没
款 3538 万元。全省立案查处矿产资源违法案件 121 件，查结 121 件，收缴
罚没款 1537.92 万元。
积极稳妥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2011 年，共受理群众信访问题 1022
件。其中群众来访 513 起 3125 人次，办理各类信件 509 件。国土资源违法
举报电话“12336”受理群众举报电话 2312 起，网上办理并回复信访件 148
起，向各市督办信访案件并要求上报结果 56 件，实地督办案件 19 起。与
去年（2011 年 1108 件）相比，信访量下降约 7.8%。

—8—

矿产资源

2 矿产资源
（一）矿产资源概况
●

全省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分布广、种类全、区域特色明显的特征，

是我国矿产资源大省之一。陕北及渭北蕴藏优质煤、石盐、石油、天然气、
铝土、水泥灰岩等矿产；关中有煤、钼、金、非金属建材、地下热水和矿
泉水等矿产；陕南秦巴山区以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为主。
●

全省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 94 种，其中能源矿产 6 种，黑色金属矿

产 5 种，有色金属矿产 10 种、贵金属矿产 2 种、稀有稀土金属及放射性元
素矿产 11 种、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 9 种、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 13 种，
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 36 种，水气矿产 2 种。列入储量表的矿种 89 种，
矿区 1010 处。
●

全省列入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产保有资源储量潜在总值超过 42 万

亿元，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
●

查明储量居全国前 10 位的矿种 60 多种。储量居全国前列的重要矿

产有：盐矿、煤、石油、天然气、钼、汞、金、水泥用石灰岩，不仅资源
量可观，且质量较好，在国内、省内市场具有明显优势。
●2011

年底全省共有矿山企业 5337 家，从业人员 305581 人（不含长

庆），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71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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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十五种重要矿产在全国及西部排列位次
位

次

位

矿种

次

矿种
全

煤

国

西 部

全

国

西

部

4

3

钼

矿

6

2

油

5

2

金

矿

11

6

天然气

4

4

银

矿

20

8

铁

矿

17

7

硫铁矿

18

7

铜

矿

18

8

磷

矿

7

4

铅

矿

14

8

盐

矿

1

1

锌

矿

12

7

4

1

铝土矿

12

5

石

水泥用灰岩

注：1、西部十二省（市、区）为陕西、青海、内蒙古、四川、新疆、贵州、云南、宁夏、甘肃、
广西、重庆、西藏。
2、铀矿未统计。

（二）地质勘查及油气开发
1、地质勘查投入情况：
2011 年度，我省境内开展地质项目共 780 项，较上年减少 28.6%；投
入资金总额为 159729.98 万元，较上年增长 7.5%。其中：基础地质调查项
目 11 项，投入资金 2830 万元；地质科学研究与技术方法创新 23 项，投入
资金 3635 万元；地质灾害、地质环境和地下水调查评价项目 92 项，投入
资金 10666.98 万元；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654 项，投入资金 142598 万元。
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10737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7.77%，较上年减少 13.52%；
省级财政投入资金 12799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8.01%，较上年减少 43.12%；
社会资金投入 136193.98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85.26%，较上年增长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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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1 年地质勘查投入情况

2、我省勘查项目矿产种类构成：
2011 年，全省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654 项。勘查项目构成：能源 70 项、
黑色金属 116 项、有色金属 247 项、贵金属 184 项、稀有金属 6 个、非金
属 20 项、
水气矿产 11 项，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2716 万元、
较上年减少 16.69%，
省级财政投入资金 10732 万元、较上年减少 42.64%，社会资金 129150 万
元、较上年增长 28.37%。
。

2011 年矿产勘查项目情况统计表
勘查项目

类 别

投入资金

个数

所占比例（%）

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能源矿产

70

10.70

65809

46.15

黑色金属

116

17.74

14206

9.96

有色金属

247

37.77

29977

21.02

贵金属

184

28.13

29111

20.41

稀有矿产

6

0.92

261

0.2

非金属

20

3.06

2253

1.58

水气矿产

11

1.68

981

0.68

合计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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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省新增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2011 年新增探明各类矿产资源储量：煤 55.25 亿吨、铁矿石量 0.3791
亿吨、锰矿石量 327.85 万吨、V2O5 资源量 473.73 万吨、铜 3.19 万吨、铅
金属量 3.07 万吨、锌金属量 3.50 万吨、金金属量 25.9 吨、硫铁矿 62.28
万吨。新发现矿产地 8 处，其中：大型煤矿产地 1 处、中型煤、铌、钒、
硫铁矿矿产地各 1 处、小型煤、钒、岩金矿产地各 1 处。本年提高规模级别
的矿产地 2 处，其中：中型煤、钒各 1 处。全年完成阶段性勘查的矿产地 65
个，其中：大型 10 处、中型 11 处、小型 43 处；大型矿产地煤 9 处、钒 1 处；
中型矿产地煤 5 处，钒 2 处，铁、锰、金、硫铁矿各 1 处。
4、2011 年度我省矿产勘查重大成果：
● 陕西省山阳-柞水池沟-冷水沟斑岩型铜矿调查，投入中央地质矿产勘

查专项资金 400 万元，圈定铜钼矿体带一条，长度 1400 米，具一定找矿前景。
● 陕西镇安地区金调查评价，2011 年度项目经费 400 万元，圈定可供进

一步工作的找矿靶区 2 处，新发现矿（化）体 9 条。
● 陕西省宁陕-柞水铅锌多金属矿调查，2011 年度项目经费 400 万元，

圈定铅锌矿（化）体 8 条。
● 陕西省洛南县陈耳金矿接替资源勘查，2011 年投入 532 万元，通过深

部探矿工程施工，新增金资源量 5 吨。
● 陕西省富县直罗镇芦村勘查区煤炭资源普查，投入资金 294 万元，新

增煤炭资源量 1.3447 亿吨。
● 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永兴煤矿（整合区）勘探，投入资金 655 万元，

新增（333）以上资源量 0.5815 亿吨。
● 陕西省山阳县鱼洞地区钒矿详查，
投入资金 420.5 万元，新增 V2O（333）
5

以上资源量 20.5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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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平利县红土沟-三口井钒矿详查，投入资金 127.33 万元，新增

V2O5（333）以上资源量 9.94 万吨。
● 陕西省汉阴县坝王沟金矿普查，
投入资金 640.82 万元，新增金（333）

以上资源量 1.4 吨。

5、石油天然气勘查开发
2011 年度，石油天然气勘查陕西省境内共投入资金 583475 万元，新增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37008.89 万吨，新增石油控制地质储量 13821.0 万吨，
新增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 3139.16 万立方米。

（三）矿权管理与开发整顿
1、矿权管理
2011 年共颁发勘查许可证 435 个，其中新立 47 个，面积 1559.14 平方
公里；变更 312 个，面积 6138.28 平方公里；延续 42 个，面积 3462.89 平
方公里；保留 34 个，面积 119.94 平方公里；注销探矿权 14 个，批准转让
探矿权 62 宗，转让价款 1090631.8 万元。

我省勘查许可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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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资质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加强地质勘查
行业管理。全年共办理地质勘查资质变更 12 家，新受理地质勘查资质 15
家，注销 1 家。
加强采矿权管理，严格规范采矿权审批工作。2011 年，共审批采矿权
923 个，其中新立 49 个，变更、延续 680 个，划定矿区范围 99 个，转让
21 个，注销 74 个。
按照矿业权实地核查结果，完成 830 个采矿许可证的登记换证工作。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整顿
在以往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的基础上， 2011 年，全省组
织开展新一轮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专项行动。全省共查处无证勘查、开
采行为 400 余起，非法转让探矿权、采矿权行为 28 起，越层、越界开采行
为 40 起，开采矿种与采矿许可证不符以及超越生产规模开采行为 11 起，
破坏矿产资源和地质环境行为 4 起。
2011 年，共拆除、炸毁、封堵、关闭非法采矿点 477 处，没收采矿机
具 1857 台（件），没收非法开采矿石 6.2 万吨，没收非法所得及罚款 2026.62
万元。
3、矿业权价款和资源补偿费
按照《陕西省矿业权评估委托及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坚持价款评估“走
高线”原则，确保采矿权评估质量及规范操作，并严格执行矿业权价款和
补偿费收缴有关规定，不断加大收缴力度。2011 年，探矿权评估备案项目
15 宗，备案价款 206.81 亿元；委托采矿权价款评估项目 94 个，完成采矿
权价款评估报告备案 151 宗，备案价款 51.18 亿元；全年收缴采矿权价款
37.74 亿元，矿产资源补偿费 7.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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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产储量
按照国土资源部的核查矿种范围，我省矿产储量利用现状调查完成国
家规定核查的煤、铁、锰等 17 个矿种的 565 个单元的核查工作，完成报告
终审 565 份。17 个矿种的资源利用现状调查成果汇总报告全部通过国家验
收，其中煤、铁、铅、锌等 13 个主要矿种汇总成果获得优秀，得到国土资
源部储量司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2011 年共完成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备案 152 份，其中地质勘查报告
56 份，矿产资源储量核实及检测报告 65 份，重要建设项目矿产资源储量压
覆核实报告 31 份。

（五）矿产资源规划
《陕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已于 2010 年正式发布实施。
截止 2011 年底，10 个市级矿产资源规划已全部通过预审，其中西安、宝鸡、
汉中、商洛、安康、铜川和延安市规划经省政府审核同意正式下发批复，
其他市的规划正在审核。县级矿产资源规划已预审的有 25 个县，经审查批
复的有 21 个县，其他县级规划正在预审或报批之中。

（六）矿产品产供销
1、矿业产值与矿产品
我省共有各类矿山企业（点）5337 个。按行业划分统计：能源矿山 649
个（煤炭矿山 527 个，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 2 个，其它矿山 120 个）
，黑
色金属矿山 149 个，有色金属矿山 154 个，贵金属矿山 94 个，冶金辅助原
料非金属矿山 49 个，化工原料矿山 130 个，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山 4088
个，水气矿山 24 个。
—15—

2011 年全省规模以上矿业及相关加工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8989.58
亿元。其中采矿业产值 3632.65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4283.48
亿元的 25.43%。
全省矿山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322.56 亿元，
税金总额 836.51
亿元，实现利润 999.97 亿元。
煤炭 开采和洗 选业工 业总产 值 1868.60 亿元 ，实现主 营业务 收入
1867.11 亿元，税金总额 271.15 亿元，实现利润 614.56 亿元；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工业总产值 1650.39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51.16 亿元，实
现利税 1207.86 亿元；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总产值 57.50 亿元，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50.17 亿元，实现利税 1207.86 亿元；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
总产值 138.09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3.11 亿元，税金总额 10.54 亿
元，实现利润 26.87 亿元；非金属矿采选业工业总产值 26.95 亿元，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25.52 亿元，税金总额 1.60 亿元，实现利润 2.05 亿元。
我省采矿业总产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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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矿产品产量
201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矿产品产量大部分继续保持增长。其中，
原煤 41135.08 万吨，天然气 272.21 亿立方米，原油 3225.42 万吨，铁矿
石 991.80 万吨，钼精矿（45%）3.96 万吨，硫铁矿（35%）47.98 万吨，磷
矿石（P2O530%）1.15 万吨，原盐 41.87 万吨，水泥 6430.63 万吨，平板玻
璃 1302.83 万重量箱。
2011 年主要矿产品产量增减变化情况

产品名称

单 位

2010 年

2011 年

增长率（%）

原

煤

万吨

36115.50

41135.08

13.9

原

油

万吨

3017.28

3225.42

6.9

亿立方米

223.47

272.21

21.8

万吨

845.5

991.80

17.3

万吨

47.80

47.98

0.4

万吨

40.98

41.87

2.2

水泥

万吨

5463.79

6430.63

17.7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1291.57

1302.83

0.9

天然气
铁矿石原矿量
硫铁矿石（S35％）
原

盐

注：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1 年起为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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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产品进出口贸易
2011 年，陕西省矿产品进出口总值 17.37 亿美元，增长 40.4%，其中
出口 4.21 亿美元，下降 0.8%，进口 13.16 亿美元，增长 61.8%。2011 年陕
西省矿产品进出口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11.9%，出口和进口总值分别占
同期全省出口和进口的 6%和 17.3%。
矿产口出口：2011 年我省出口矿产品的种类共有 142 种，其中出口总
值超过 500 万美元的矿产品有 13 种，主要是：未锻轧镁、硅铁、工业硅、
钼矿砂及其精矿、钼制品、钙、锶或钡的化合物、非工业钻石、水泥等。
矿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为：日本、荷兰、美国、韩国、印度。
矿产口进口：2011 年我省进口矿产品的种类共有 116 种，其中进口总
值超过 500 万美元的矿产品有 14 种，主要是：铁矿砂及其精矿、锌矿砂及
其精矿、晶体硅、铅矿砂及其精矿、石油沥青、镍矿砂及其精矿、非工业
钻石、银矿砂及其精矿、未锻轧的铌等。矿产品进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为：
澳大利亚、美国、秘鲁、加拿大、巴西。
近年我省矿产品国际贸易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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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质环境
（一）地质环境监测
2011 年，陕西省共建设地质环境监测站 77 个，其中省级 1 个，市级
10 个，县（区）级 66 个。建设地质灾害监测点 12855 个，地下水监测点
296 个，共有从业人员 597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99 人。

（二）地质灾害及防治
2011 年我省共发生地质灾害 667 起，与去年相比下降了 43.8%。其中
滑波 397 起，崩塌 196 起，地面塌陷 53 起，泥石流 18 起，地裂缝 3 起，
造成 69 人死亡，1 人失踪，15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1863.92 万元。
2011 年全省发生地质灾害构成

按照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的决定》精神，2011 年，我省出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
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资质
管理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率先在全国设立了“地质灾害警示碑”，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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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省级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库和省级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库，建立了省级地质
灾害应急片区专家汛期 24 小时应急机制。2011 年，全省成功预报地质灾害
52 起，避免了 3332 人的伤亡，避免经济损失 8152.50 万元，2011 年我省
因灾造成死亡人数较去年下降 74.1%。我省 6 名优秀群测群防员受到国土资
源部表彰，19 个县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十有县”。
2011 年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 759 个，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44
个，投入治理资金 13378 万元。

（三）矿山地质环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实现新的突破，积极推进《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的出台工作，目前，该办法已送至省政府法制办
审批。督促各市县全面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审查工
作，同时要求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
作监管，督促采矿权人按照审查批准的治理方案开展治理工作，将治理方
案的编制和实施情况作为采矿许可证年检的重要内容。2011 年，全省预缴
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4.2 亿多元，采矿权人依法履行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义务得到进一步落实。

—20—

地质环境

2011 年，矿业开采新增占用、损坏土地面积 1267.15 公顷，恢复治理
矿山 158 个，恢复治理面积 233.50 公顷，投入矿山环境治理资金 13867.14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 13500 万元，地方财政投入 45.14 万元，企业
投入 322 万元。

（四）地质遗迹保护和地质公园建设
地质遗迹保护项目再结硕果，申
报国家地质公园取得明显进展。2011
年我省争取中央财政地质遗迹保护项
目 4 个，资金 1432 万元。柞水溶洞、
耀州照金丹霞两个省级地质公园揭碑
开园，并报部申请国家地质公园。督促
指导各地质公园按时完成保护项目，有
效保护了地质遗迹资源。
柞水溶洞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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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照金丹霞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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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土资源信息化
资料利用
按照国土资源部要求，将包括区域地
质调查、区域矿产调查、区域物化探调查、
区域水文地质调查、矿产普查勘探、环境
灾害地质勘查等 430 种公益性地质资料和
8427 种地质资料目录，在省政府社会公众
网上公开发布，提供社会公开查询利用，
上网查询点击人数为 1126 人次，
共有 130 个单位到访查阅各类地质资料 423
人次，提供各类地质资料 690 份次、5691 件次，复制各类地质资料 51693
件次。大力构建地质资料汇交和社会共享机制，实现信息查询的便捷化、
服务手段的多元化、服务内容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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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
2011 年共接收各类地质成果资料 262 份，其中 A 类 61 份，B 类 201 份。
按照相关规定及要求，2011 年完成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建设案卷级 7665
条，涉密地质资料清理系统数据库案卷级 7604 条、文件级 39628 条，原始
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建设 13914 条，工作程度数据库更新 1246 条。
开展全省钻孔基本信息清查工作，制定了《陕西省钻孔基本信息清查
工作指南》，完成 27982 个钻孔的基本信息清查工作，为国家建立全国地质
钻孔数据库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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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土资源管理
★ 创新思路，服务大局，确保建设用地得到保障
充分利用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通过“上争”、
“内调”
、
“下控”，积
极为建设用地提供保障。全年共保障建设用地 53.5 万亩，为我省历史上最
多的一年。
加强土地调控，统筹计划管理，优先保障重大项目急需用地。
保障房建设用地应保尽保，为我省保障房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做出贡献。
★ 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扎实开展土地矿产执法检查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考核责任制，实现全省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积极推进土地开发整理，连续十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土地综合治理试点工作有效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成绩突出。
★ 持续推进矿产资源整合，地质找矿实现新的突破
通过新一轮资源整合，我省煤矿年生产规模提高 55%，非煤矿产资源利
用率提高 10%，全省矿产资源开发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得到提高，布局更趋
合理，矿产安全生产环境进一步改善。
初步建立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全面规范矿业权交易行为，确保矿权
交易公平、公开、公正。
西部矿业投资合作项目专场推介会期间，共招商引资项目 63 个，其中，
推介项目 46 个，投资金额 6.71 亿元。
★ 我省国土资源非税收入征缴力度得到加强
全年共完成国土资源非税收入 333.45 亿元，比去年增收 210.81 亿元，
同比增长 171%，为我省财政创收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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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2 年工作要点
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国土资源工作的重
大决策部署，服从服务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巩固“一升一降”成果，
构建“双保双赢”机制，在用地保障上有新力度，在耕地保护上有新举措，
在地质找矿上有新进展，在资源利用水平上有新提高，在服务民生上有新
成效，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后勤保障、资源保障、法律保障、
安全保障。

主要目标
确保耕地保有量 5966.2 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284 万亩。盘活利
用存量土地 3 万亩。实施治沟造地土地整治 20 万亩，增加耕地 10 万亩。
全省违法占用耕地比例不超过 15%，省、市政府不被约谈问责。整合矿山采
矿证发证率达到 90%，资源利用率提高 10%以上。探明新增煤炭资源 180 亿
吨，圈定找矿靶区 30 个。创建规范、有序、和谐的矿山环境。陕南移民搬
迁去年 6 万户 24 万群众搬迁房屋全面建成，2012 年 8 万户 29.5 万人搬迁
任务顺利完成。

工作要点
 着力加强土地调控统筹，保障全省科学发展用地需求；
 着力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强化土地执法监督；
 着力加强矿政管理，促进矿产资源合理配置；
 着力服务民生事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着力推进改革创新，增强国土资源管理活力；
 着力夯实基础工作，提升国土资源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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